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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深入开展全国文明城市创建和迎接国家
卫生城市复审工作，今年以来，滨城区北镇街道围
绕“清表、固基、提升”，扎实开展城中村环境卫生
综合整治，集中改善城中村环境卫生面貌。

全面开启清表“美颜模式”。城中村是当
前迎接国家卫生城市复审中的难点和薄弱点，普
遍存在居住环境杂乱、外来人员数量多、整体条件
差等特点。只有直面问题，才能解决问题。北镇
街道持续发力、重点攻坚，全力推进城中村环境卫
生问题整改，对城中村苏家开展了“不留死角、不
留盲区”式环境卫生集中整治，巩固提升城市品
质。集中整治中，北镇街道坚持突出重点，针对毁
绿种菜、乱围乱挡、房前屋后乱堆乱放、街头巷尾

“僵尸车”、墙体线杆“牛皮癣”小广告等“十乱”现
象开展专项清理。截至目前，已累计清理垃圾30
余吨，清除毁绿种菜36处，清理“僵尸车”20余辆，
清理“牛皮癣”小广告2000余张（条）。

持续打造固基“硬核基石”。针对“八小行
业”、小纺织、小家具制造、小维修、小仓库等大
量隐匿城中村，无营业执照、无卫生许可证、经
营现状混乱、存在消防安全隐患、环境卫生堪忧

等情况，北镇街道加大巡查力度，全面规范整
顿，努力改善城中村环境。其间，北镇街道通过
修缮、硬化路面，增加垃圾分类箱、垃圾清运车，
取缔旱厕，设置防鼠设施，开展蚊蝇消杀等方
式，全面加强基础设施配套。为保持长效管理，
北镇街道还对苏家村集市商户的所有门牌进行
了统一拆除和改建，对卫生不达标的门店及小作
坊、小企业进行停业整顿，并且实行整改销号制
度，确保整改合格后方可开门营业。

大力宣传筑牢“群众基础”。健康教育和
病媒生物防制是城中村环境卫生综合整治的
基础性工作之一。北镇街道严格按照国家卫
生城市标准要求，在城中村主干道设置固定的
健康教育宣传专栏30余块，并定期及时更换宣
传内容，适时开展健康教育活动，切实提高群
众的卫生健康水平。同时，增设创建全国文明
城市公益宣传栏80余块，发放市民文明手册、
健康防疫明白纸等3000余份。此外，街道还
充分利用流动宣传车、悬挂条幅、村居大喇叭
等方式，引导居民自觉参与到全国文明城市创
建和迎接国家卫生城市复审中来。

下一步，北镇街道将继续坚持“创城为民、
为民创城”的宗旨，严格对照创城标准，下定决
心、下足功夫、下大力气，组织开展一系列环境
卫生专项整治，扎实推进全国文明城市创建和
迎接国家卫生城市复审工作，助力市容市貌美
颜升级，提升群众获得感和幸福感。

全面开启清表全面开启清表““美颜模式美颜模式””持续打造固基持续打造固基““硬核基石硬核基石””大力宣传筑牢大力宣传筑牢““群众基础群众基础””

北镇街道三管齐下加强城中村治理增强群众幸福感北镇街道三管齐下加强城中村治理增强群众幸福感
滨州日报滨州日报//滨州网记者滨州网记者 田中岳田中岳 通讯员通讯员 刘建勇刘建勇 王甜甜王甜甜

城中村集中整治进行时。清理“僵尸车”。 整治后的苏家村大集。

召开城中村集中整治部署推进会议。

遗失声明
联系电话：3186726 18654306492

邹平市孙镇周家村股份经
济合作社《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登
计证》(正夲)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N2371626MF2863410F，
由于保管不当，不慎丟失，声明
作废。

滨州市文物保护中心开户许
可 证 副 本 丢 失 ，核 准 号 ：
J4660002793202，声明作废。

滨州永通港务开发有限公司
公章，编码：3723010038450，
因印章遗失，声明作废，且寻回后
不再使用。

滨州永通港务开发有限公司
中 英 文 章 ， 编 码 ：
3723010030413，因印章遗

失，声明作废，且寻回后不再使用。
滨州永通港务开发有限公

司 财 务 专 用 章 ，编 码 ：
3723013001297，因印章遗
失，声明作废，且寻回后不再使用。

滨州永通港务开发有限公司
财 务 专 用 章 ，编 码 ：
3723010030287，因印章遗
失，声明作废，且寻回后不再使用。

滨州永通港务开发有限公司
合 同 专 用 章 ，编 码 ：
3723010030288，因印章遗
失，声明作废，且寻回后不再使用。

滨州市沾化区福利海产店
食品经营许可证副本丢失，许
可 证 编 号 ：
JY13716240009679，声 明
作废。

注销公告
滨 州 凤 凰 古 城 文 化 研 究 会（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51371602MJF000170E）于2021年9月16日经理事会决议，拟
向社会团体机关申请注销登记，请债权人自登报之日起45日内
向本研究会申报债权。

特此公告
联系人：王峥 联系电话：3336005 13854375333

滨州凤凰古城文化研究会
2021年9月18日

《山东和谐新材料有限公司“3万吨/年化工新材

料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报告书》已经初步编制完成，根

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建设项目环

境保护管理条例》、《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等

相关环保法规及相关文件的要求，现就环评报告基本

内容进行公告。

一、项目名称及概况
山东和谐新材料有限公司“3万吨/年化工新材料

项目”位于山东沾化经济开发区恒业三路东首，厂区

占地面积24030m2。总投资：50120万元，新建生产车

间、仓库、办公综合楼、变电所、循环水、消防泵房、水

池等设施；购置安装搅拌釜、精馏塔、净水设备、实验

仪器等设备。生产规模为年产16000吨1-羟基-4-

叔丁基苯、年产8000吨对-（1，1，3，3-四甲基丁基）

苯酚、年产5000吨4-氯乙酰乙酸乙酯、1000吨4-氯

乙酰乙酸甲酯和5323吨副产盐酸。

二、项目主要污染物产生、处理措施、排放情况及
对环境可能造成的影响

1.废气

(1)有组织废气

本项目有组织废气主要为工艺有机废气、罐区废

气、工艺含尘废气、锅炉燃气废气、危废间暂存废气和

危化品仓储废气。不含氯工艺废气和罐区废气经

“RTO”处理后经15m高排气筒排放；含氯废气和二氯

甲烷罐区废气经“活性炭吸附箱”处理后经15m高排

气筒排放；工艺含尘废气经布袋除尘处理后经15m高

排气筒排放；锅炉燃气废气经15m高排气筒排放；危

废间暂存废气和危化品仓储废气均经活性炭吸附处

理后经15m高排气筒排放；液氯储罐事故废气经“一

级水洗+二级碱洗”装置处理后由1根25m高排气筒

排放。

(2)无组织废气

本项目无组织废气有①生产车间无组织排放废

气，含有VOCs、氯化氢、氯等，②装卸废气，污染因子

为VOCs、氯化氢、氯。

(3)环境空气影响预测与评价

本项目污染源正常排放下污染物短期浓度贡献

值最大浓度占标率≤100%，本项目对周边大气环境影

响可以接受。

2.废水

本项目废水包括生活污水、循环冷却水系统排污

水、纯水制水系统排污水和地面冲洗废水，经污水管

网排至山东沾化田华水务科技有限公司集中处理达

标后排至潮河。

3.噪声

本项目噪声源主要为机泵、真空机组、风机运行

时产生噪声，噪声级一般在75~90dB（A）之间。经采

取基础减振、厂房隔声以及距离衰减后，本项目建成

后全厂厂界噪声能够满足《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

放标准》（GB12348-2008）3类区标准要求。

4.固体废物

一般固废由环卫部门统一清运或厂家回收，危险

废物交由有资质的单位处置，均得到妥善处置。

三、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全文的网络链接
及查阅纸质报告书的方式和途径

公众可发邮件或者通过电话、信件等方式与建设

单位或环境影响评价机构联系，查阅纸质报告书。

或者通过网络链接下载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全文，

网络链接为：

http://renlihuanbao.com/zxns/zxns1/2021-

09-10/77.html

四、征求公众意见的范围和主要事项
主要征求受工程影响的公众对本项目的建设所

带来的环境影响的意见和好的建议，从环境保护的角

度提出防治工程所造成的不利影响的建议，以便通过

环境影响评价将公众的合理可行的意见和建议反馈

至建设单位及当地环境保护主管单位。

征求公众意见的范围：建设项目厂址周围3公里

之内的居民、企事业单位、学校等；

征求公众意见的主要事项：

1.公众对建设项目所在地目前的环境质量状况是

否满意；

2.影响当地环境质量的主要因素和环境污染的主

要来源；

3.公众对建设项目的了解状况及反应；

4.公众了解建设项目情况后，从环保角度考虑，对

该项目建设持何种态度；

5.公众对该建设项目环保方面有何建议和要求。

五、公众意见表的网络链接
公众意见表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部统一

制定，可从生态环境部官网下载，网络链接为：http:

//www.mee.gov.cn/xxgk2018/xxgk/xxgk01/

201810/t20181024_665329.html

六、公众提出意见的方式和途径
公众将从国家生态环境部下载的公众意见表填

写好之后，可通过信函、电子邮件、自送、电话联系建

设单位上门取件等方式提交我公司。在环境影响报

告书征求意见稿编制过程中，公众均可向我公司提出

与环境影响评价相关的意见。

1.项目建设单位及联系方式

单位名称：山东和谐新材料有限公司

单位地址：山东沾化经济开发区恒业三路东首

联系方式：13625439988

联系人：花玲玲

2.承担本工程环境影响评价的机构名称及联系方式

评价单位：滨州市恒标环境咨询有限公司

地址：山东省滨州市黄河六路以南渤海十八路以

西山东房投大厦

联系人：薛工

联系方式：0543-3801249

邮箱：871229419@qq.com

七、公众提出意见的起止时间
本公告发布之日起10个工作日内，公众可填写建

设项目公众意见表（见网络链接），通过邮寄信函（以

邮戳日期为准）、传真、电子邮件将填写的公众意见表

提交建设单位或环评单位，并请注明发表日期、真实

姓名和联系方式。

山东和谐新材料有限公司
2021年9月18日

山东和谐新材料有限公司3万吨/年化工新材料项目第二次环境信息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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滨州日报/滨州网沾化讯（通
讯员 范宜钢 报道）为继承和发
扬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丰富学生
校园生活，9月17日下午，沾化
区下洼镇中心小学组织开展了
别开生面的“学党史、庆中秋、品
美食”美食节活动。

活动以班级为单位，组织学

生们分享美食、品味美食，让学
生们既饱了口福又感受到集体
的温暖。其间，老师们穿插讲解
了中秋节的来历、月饼的制作方
法等知识，并为学生们讲党史故
事，引导学生们传承红色基因，
争做新时代好少年。

下洼镇中心小学
举行中秋美食节活动

滨州日报/滨州网讯（记者 刘清
春 通讯员 侯燕华 唐卫民 报道）“一
图带一城，悦读连万家。”近日，滨州
市图书馆流动服务车走进滨城区北
城中学，为师生建起了“身边的图书
馆”。

根据师生需求与兴趣，市图书
流动服务车内配备了教育理论、学

科资料、经典名著、儿童文学、科普
等种类丰富的图书。下课后，流动
服务车前很快排起了长长的队伍，
师生们热烈讨论着服务车上的书
籍，有序等待借阅。本次活动提供
书籍逾千册，该校九个年级的师生
共借阅百余本书籍。

活动现场，市图书馆工作人员

还针对师生们的阅读困惑进行了解
答，并为学生们推介图书、介绍借阅
流程，还为部分借阅图书的老师们
现场办理了读者证。

据悉，“图书流动服务车进校
园”是滨州市图书馆开展“我为群众
办实事”实践活动的重要组成部
分。今年以来，市图书馆主动将开

展党史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服务读
者实效，主动改变服务思路、转变服
务方式，从静态的平台角色“变身”
主动的文化供应者角色，从“等”读
者上门变成上门“访”读者，为广大
市民提供了更加优质的阅读服务，
提升了读者群体的获得感和满意
度。

市图书馆流动服务车走进北城中学

滨州日报/滨州网讯(记者 邵一
娟 通讯员 李玲玲 报道）为庆祝中
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培育和弘
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导广大
少先队员从小听党话、跟党走，厚
植爱国主义精神，让红色基因代

代相传，近日，滨城区第四小学举
行了“童心向党·唱支红歌给党
听”活动。

一曲红歌就是一段鲜活的历
史，红歌记录了中国共产党带领全
国人民团结奋斗的历程。现场，同
学们敞开胸怀，纵情歌唱，抒发了爱
国情怀，唱出了心中豪迈。举办此
次唱红歌活动，凝聚了人心、鼓舞
了士气、振奋了精神，有利于让少
先队员们更加坚定永远跟党走的
信念，营造出了浓厚的爱国爱党
的校园氛围。

滨城区第四小学举行滨城区第四小学举行
““童心向党童心向党··唱支红歌给党听唱支红歌给党听””活动活动 滨州日报/滨州网沾化讯（通

讯员 刘树贤 报道）今年是“九一
八”事变90周年，日前，沾化区古
城镇王见南小学举行了“勿忘国
耻 圆梦中华”系列主题活动，旨在
激发广大师生的爱国热情，进一步

弘扬爱国主义精神。
系列活动包括举行升旗仪

式和国旗下讲话、师生齐唱红
歌、共讲抗日英雄故事、观看抗
战题材优秀影视剧、召开“勿忘
国耻 圆梦中华”主题班会等。

王见南小学举行纪念
“九一八”事变主题教育活动

滨州日报/滨州网无棣讯
（通讯员 刘黎明 宋智堂 报道）
日前，无棣县碣石山镇中学举
行了 2021 年秋季开学典礼暨
军训汇演。汇演中，学生们个
个精神饱满、军姿威严，展现出

良好的精神风貌。汇演结束
后，学生代表上台发言，表达了
对新学年学习生活的渴望和信
心；优秀教师代表上台发言，对
学生今后的学习生活提出了期
望和要求。

碣石山镇中学举行军训汇演


